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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简介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简称 OCEF），于1992年创
立，为美国联邦税务局认可的501(c)(3)免税的非营利组织。OCEF 是一个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独
立民间慈善机构，其唯一宗旨是资助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总部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的 OCEF，是北美海外华人中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之一的慈善和
公益组织，发起人和捐款人及义工群体主要是北美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及侨胞。我们从亲身经历
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个人、国家乃至世界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性，因此都愿意用不同方式为目前
落后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奉献绵薄之力。对于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中国教育的关心是海外中国
教育基金会同仁们共同工作的唯一动力。从1992年成立以来，OCEF 一直得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
馆的大力支持。
从20多名初创的会员，到现在超过400名会员；从初期寥寥几名义工，到现在 OCEF 在全球
共有超过5000名注册义工；从早年会长一手包办大小事务，发展到现在20个分工明确的功能组，
并在休士顿、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区发展了活跃的义工组织；从简单的一个助学理念出发，到现
在开展的助学金项目(资助学生的书本费、学杂费等)、图书项目(向学校捐助图书和图书室设备，
培养师生阅读习惯)、网络课堂(利用海内外学子资源为乡村学校学生提供英文口语等当地缺乏的课
程)以及特殊项目(改善学校教学环境，购买教学设备，提高师生教学和生活条件)。如今，OCEF 每
年预算约70万美元，资助2千余名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教师。除此以外，OCEF 还在多处地区捐建图
书室，开展网络课程，帮助贫困地区中小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和生活设施。
OCEF 成立25年间，在广大会员、义工和捐款人的共同努力下，走过了一条可谓辉煌的道
路，成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和侨胞感恩祖国，回馈社会的桥梁。这个根植于草根的组织，亦
获得了多个重要奖项：2005年，OCEF 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阅读推广贡献奖”；2008年，OCEF
为汶川地震捐款超过12万美元，获得中国红十字会颁发的“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服务奖”；2009年，
在由美国Facebook、Parade、Kellogg Foundation 和 Chase Foundation 主办的美国慈善挑战赛
(America's Giving Challenge 2009)中，OCEF 从7875家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得到了逾23万美
元的奖金和捐款，并收获了 6000多名热心支持者； 2015年，OCEF 通过谷歌员工提名，在100多
个谷歌捐赠周活动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5个谷歌特别推荐的机构之一，获得来自谷歌及其硅谷总
部员工近11万美元的捐款。
与很多慈善组织不同的是，OCEF 基本依靠义工运作，既没有特别大的捐款人，也没有和
政府合作，我们的捐款人多是义工，平均捐款额度为一两百美元，超过 95% 的善款都用于资助中
国乡村教育。二十五年来，OCEF 的运作费用只占募捐款的 5% 以下。在对捐款的使用上，OCEF透
明公开，依靠大批可靠的协调员以及监察义工的不定期回访，把每一笔善款切实用到实处。如
今，口碑良好的 OCEF 在全球共有1万多名捐款人。这些年的不断努力带来的丰硕成果，源自于
OCEF 人的共同信念：“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享有教育、追求知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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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政府与各界的肯定和表彰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一直以来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基金会的工作得到了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事馆的一贯的大力支持。

图一：2003年5月31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胡业顺
总领事（左）代表中国政府向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颁
奖，感谢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无私
奉献。OCEF 会长梁敢（右）代表基金会领奖。

图四：2001年6月24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张春祥总领事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成立
晚宴上热情洋溢地致词祝贺董事会成立。

图二：2002年12月，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成
立十周年大会上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胡业顺
总领事致词祝贺。

图五： 1999年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理事们欢送时
任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吴祖龙总领事离任返国。
左五为吴总领事，左一为梁敢会长。

图三：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胡业顺总领事代表中国
政府向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颁发的奖状照片。

图六：1999年1月16日，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休斯敦
分会成立，图为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吴祖龙总领事
（前排左四）在成立大会上致词后与休斯敦分会理事
和顾问合影。前排左四为吴总领事，后排右七为时任
会长梁敢。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于2012年11月4日在休斯顿莱斯大学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近300位侨界代表和义
工出席。中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张传兵先生，国会议员 Al Green 的代表谭秋晴女士，德州众议员
Angie Chen Button 的代表黄登陆先生等应邀参加并致辞。

图三：德州州议员 Angie Chen Button 得知 OCEF 的善举后，向州议会
提了一个议案表彰O CEF，州议会通过了决议，对 OCEF 的慈善事业表达
图一：张传兵副总领事表达了对 OCEF 二十年如一日资助中国乡村教育

认可和赞赏。 这份决议由德州州议员代表黄登陆先生在 OCEF 20周年庆

的崇敬心情，并表示如有需要领馆支持的地方，领馆一定鼎力相助。

典宣读，并由 OCEF 前会长梁敢教授上台领受。

图四：德州州议会的贺信。德
州州议会对 OCEF 二十年来致
力于推动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
展，坚持公益助学，加强中美
图二：国会议员 Al Green 代表谭秋晴女士带来了议员的贺信，她充满
感情地肯定，OCEF 只会越来越壮大，因为它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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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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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寄语

各位朋友，

大家好，2016年是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继续开拓和发展的一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我们在春秋两季共计资助了小学及初中生1428人次，高中生1525人次，总金额230多万元人民币。110名OCEF资助的高中生收到了我们
发放的大学录取奖学金，100多个学校收到了我们捐赠的图书共五万余册，远在山区和乡村的孩子收到了我们回信组寄出的635封回
信。我们为26位乡村教师提供了资助。网络课堂的80多位义工在11所学校开设每周近60节课时的课程，受益学生1200多人。特别项目
部完成了总金额50多万元的饮水取暖、校舍改善、体育设施等项目。三期《乡村少儿》杂志共计7200册发送到了100多所学校供孩子
阅读。
我们深知乡村教育除了硬件方面的不足，孩子和老师们更加需要情感、技能、思维和理念方面的多元支持，除了在回信、网络课堂和
教师培训，我们继续在暑期在会宁和银川分别举办了支教夏令营和教师研习营，得到了参加学生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参与我们图书
项目的多位老师和学校都入围了2016年亲近母语“阅读改变中国”点灯人和书香校园，OCEF也入围了2016年度亲近母语阅读推广机
构。OCEF资助的甘肃王建林老师、贵州刘毅老师以及海原代课教师倪金喜入围马云教师奖，其中倪金喜老师是马云教师奖最终得奖老
师之一。
2016年OCEF全年收入为776,260.93美元，首次突破了70万美元，创下了新高。其中年初春节期间的小红包大爱心活动，共收到人民币
捐款78,234元，捐款人数达到1,206人次，再次彰显了聚少成多的力量。3月份我们收到了基金会历史上最多的单次捐款，北加州张新
民老先生慈善基金会，继去年捐赠三万美元之后，在北加分会年会上再次慷慨捐赠十万美元。旅居法国的陶嘉先生在8月完成了15天
朝圣之旅募捐路，艰辛跋涉700里，笔耕美文18篇，为 OCEF 募集人民币71279.29元，用于资助34个来自贫困学童直至小学或初中毕
业。11月OCEF在GlobalGiving举办的百万美元捐款配捐活动中，短短24小时内，共有143位捐款人为OCEF筹得善款总计$53,635。年底
的募捐活动也是喜讯频传，通过捐款和配捐，LinkedIn公司的几十位员工为 OCEF 赢得超过7万美元的捐款。谷歌捐赠周活动中，370
余位谷歌员工慷慨解囊，加上公司配捐一共筹集$114,313.19。
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些爱心背后沉甸甸的托付，OCEF 延续着一贯的志愿服务、透明可靠、独立草根、诚信创新的精神，2016年的行政
运作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约为0.62%。
OCEF团队和机构本身也在2016年得到长足发展，加州分会再次成功举办了深受欢迎的 Hike4Kids 和年会活动，休斯顿、芝加哥、
UIUC、 南加圣地亚哥等地小组多次举办了野餐义卖等活动。通过人力、宣传、IT、一线采风等部门和团队的紧密合作，我们定期通
过邮件和微信公众号向公众介绍最新的动态和分享动人的故事。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便于今后的宣传和发展，OCEF在2016年还
开展了助学项目公开征名活动，并且在寻求合作伙伴和商标注册等工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感谢每一位捐款人、义工和专职人员，是你们的奉献和投入架起了OCEF这座爱心的桥梁，虽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素不相识，远隔一
方，但是大家都有一份对故土和家乡的牵挂，一份对OCEF愿景的认同，那就是，愿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享有教育，追求知识的机会。
愿大家一起继续携手前行！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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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项目
助学金项目部在2016年仍坚持机会均等、雪中送

2017 年春季助学金发款现场

炭的初衷，为16省36县市地区237个学校（校次）2953位
学生（人次）发放了助学金。

2016年，助学金项目部工作在总结历年经验的基
础上，在OCEF基金会对助学发展方向规划逐步增进整体共
识的情况下，呈现了“两个加强”的好趋势。一是加强了
基金会与其他项目之间的联动。通过监察走访、暑期支教
夏令营、阅读夏令营、特殊项目实施及回信互动等活动，

山西广灵

尤其是通过暑期支教夏令营，加深了对每一个资助地区的
全面了解，促进基金会在一个地区不同项目之间的信息联
动和实施统筹。二是加强了规模资助点协调员网络建设。
甘肃地区、内蒙古地区分别在原协调员统筹下增加具体点
位协调员，初步构建起了规模资助点地区的协调员网络层
级，以分散原协调员的超负荷工作，也更好的保障了工作
质量。

甘肃榆中
2016年，根据助学金受助学生的实际需要，为进
一步加强阅读推广工作、促进受助学生全面发展，助学金
项目部增设图书资助组。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图书资助
组开始进行采购、反馈跟进等工作，同时征询学生阅读意
向、阅读兴趣，并据此在秋季学期进行图书精准资助。图
书资助组以细致高效的行动、团结紧密的协作，给受助学
生送去了很多好书，受到师生和协调员的一致好评。据初
步统计，2016年全年共面向受助学生精准发放图书3113
册。
陕西富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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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项目

不知不觉OCEF捐助乡村教育事业即将迎来
第25个年头，而从2003年起开始的图书项目也
马上步入第14个年头。OCEF图书项目经过多年
的成长，发展了一整套全面高效的流程——以
Google 捐助的河南洛阳栾川县庙子镇老张村完小的图书室命名牌

阅读推广为主线，配合教师培训、专家讲座、
志愿者下乡、阅读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并帮助
学校打造阅读环境，让师生们都爱上阅读，从
而通过阅读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并大大增加了

学校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最终使学校和学生都
能获得成长！
宁夏银川市南梁乡南梁小学的孩子们在看刚捐来的书

2016年，OCEF图书项目组为114所学校捐
助60998册图书。为20所学校的27位乡村代课教
师提供资助。第四届暑期阅读研习营为300多名
宁夏银川本地老师和82位外地乡村老师提供阅
读培训。此外，还组织了提供了3次外出培训的
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横县石塘镇沙江村委小学的孩子们在开展传书活动

机会，共有21位老师和校长受助参加培训。这
些培训活动，大大促进了乡村教师们之间的交
流与进步！

2016年暑期在银川开展的暑期阅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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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堂项目
最后简单地做个总结，网络课堂对乡村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OCEF 网络课堂项目旨在利用乡村学校现有的基本网
络条件，捐赠多媒体教学设备，组织海外和国内大城市的人才

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为乡村学校学生提供当地缺乏的课程。目前乡村学校的主

一、提高了学习兴趣。很多学校老师都反映学生在上网络课时

要精力都在应试，学校老师的主力也都为语文、数学等主科，

的表现要比平常的课堂好很多，上课时更聚精会神，也更愿意回答问

而像英语、地理、生物、音乐、美术、心理健康等课程则缺乏

题。

专业老师。网络课堂希望能通过网络远程教学来弥补乡村学校
这方面的师资，同时希望乡村学生能通过与网络义工老师的长

二、提高了学习成绩。很多乡村学生在上了一段时间的网络课
之后，成绩都有所提高。

期交流能开拓视野、树立自信、全面发展。
2016年，网络课堂在在甘肃、河南、湖南和广西的10
个中小学开设了网络课，每周课时超过50节，82名来自中国、

三、拓宽了视野。通过网络课堂和义工老师的接触交流，乡村
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而不再仅限于乡村的生活经验和电
视媒体的影响。

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和日本的义工老师参与其中，受益学
生人数超过1150人。
网络课堂项目到今年已经运作了整整三年，网络课堂

四、能接触更多艺术类课程。大部分乡村学校不具备音乐和美
术教师，网络课堂使乡村学生有机会学习到专业的高质量的音乐美术
课，提高他们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始终如一地努力为乡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力求缩小乡

五、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通过上网络课，乡村学生有更多机

村与城市、国内与国外之间在教育资源上的差距，为乡村学子

会锻炼普通话和英语口语，很多学生都表示上了一段时间的网络课后，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的普通话和英语说得更好了。
六、提高了自信心。很多上过网络课的乡村学生认为义工老师
们的热情、耐心和对自己的不断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觉得自己其实也挺棒的。
七、增强了幸福感。由于网络课的义工老师都是带着爱心来教
这些乡村孩子们，他们在课堂上都特别尊重学生们，很多学生都觉得有
那么多远方的叔叔阿姨们一直在爱着他们，觉得非常幸福，也特别感
激。
八、理想更加多元化。参加网络课堂的学生一般都比没有参加
网络课堂的学生有更多元化的理想，在大部分的农村学校里，学生的理
想一般都是医生、老师、公务员等身边常见的职业。而网络课堂的学生
由于通过网络课堂接触到更多多元化的信息，他们的理想比较多样化，
有的想当大学教授、生物学家、婚礼设计师、商人、银行家等。
九、减少了性别刻板印象。很多乡村都存在一定的性别刻板印
象，如很多乡村学生认为女生的长期学习能力不如男生。由于很多网络
课堂义工教师都是女博士，很多饱受性别偏见影响的女生都表示她们非
常受激励，希望能好好学习，长大像网络课堂的老师一样优秀，很多男
生也表示以前没想到女生也能做教授和科学家。
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的正面反馈，我们的网络课堂项目也将会
继续深入开展，运用科技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便利，这个项目将与时俱
进，覆盖到更广和更深的范围，让更多的孩子们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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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项目
特殊项目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OCEF资助学校在教
学和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困难和具体困难，改善学
校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让师生们能更好的进行教学
与学习。另外，特殊项目组还根据学校的具体需求情
况以及捐款人的要求，提供定向支持。
2016年OCEF分别为27所学校提供包括课桌椅捐
赠、冬被项目、冬衣项目、饮水项目、乒乓球台、幼
儿园床铺、门窗修缮、太阳能路灯、支教夏令营和教
师资助等改善项目。OCEF为受助学校和学生提供一定
程度的后勤保障，送去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这些具体项目的捐赠，解决了多所学校长期以来
面临的大难题，真正实现雪中送炭的目标。也让孩子
们的学习环境得到切实的改善。

南峰小学地处严重缺水的甘肃定西临洮地区 ，由
于地下水减少，原有泉水干涸，学校师生仅靠用塑料
桶拉水。 OCEF 捐款一万人民币，购买自来水设备，
引水入校，解决师生饮水问题。

11

甘肃会宁县党家岘乡初级中学是一所依山而建典型的
山区学校，因学校教育经费紧张，长距离改造供电线
路有困难，偌大的校园，一盏路灯都没有，依山而建
的校舍和教室散落在学校各处，同学们晚上下自习回
宿舍或者晚上起夜上厕所都是摸黑。2016年11月，
OCEF出资 65600 人民币购买安装20座太阳能路灯，
把小小的乡村校园照亮。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说现在晚
上在校园行走太方便安全了。

12

支教夏令营
2016年的7月，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在甘肃省会宁县共丰
中学和共丰小学两所学校展开了为期三周的第四届支教夏令营活动。
共丰所在的会宁县，自然条件严酷，干旱缺水，是以雨养农业为主的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即使条件艰苦，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仍
然愿意跨过山野为那里的教育伸出援手。这次支教，总共有45位义工
和专兼职人员参加，每位成员都怀着分享知识、关注贫困儿童的初衷
来到了这里。总体来说，OCEF支教夏令营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如下几个
方面：

◆ 感受“爱”、“尊重”、“平等”

又唱又跳的音乐课

有别于普遍存在的中国乡村里严厉的教育方式，志愿者们和孩子
们建立了几乎一种平等的，大小朋友的关系，陪着他们从早到晚地玩
耍、游戏，在他们受伤时悉心呵护，在他们委屈时及时安慰，在他们
和同学之间产生矛盾时合理关心。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感受着
爱，与志愿者老师们建立了很深的信赖关系。我们让他们看到，老师
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和学生们遵循同一个规则，拥有同一种感情。

◆ 发现“快乐”和“美”
夏令营从正常教学到五花八门的兴趣班，都有别于传统教学方
式，大量地应用了小组讨论、自由问答、玩游戏、表演、动手操作、
看视频、听音频等活泼有趣的方式，激发了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特
别是对英语和科学，以及他们鲜少有机会接触的电影、摄影等，让他
们认识到学习并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可以很快乐。这样更有助于加
强孩子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对未知世界充满更多的好奇。

专心致志地学习着老师教的每个指法

◆ 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
当然，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带来的最多的是各种
新奇的知识，拓展了他们的视野。通过夏令营，孩子们知道了中国有
哪些著名的古建筑，知道了南北方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知道了
东西方的节日背后的故事，知道了多维空间是怎样的神秘，知道了男
孩子和女孩子不同身体的秘密，学会了家里的柴火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捆扎地很结实，学会了用麦麸环保洗碗，了解到英语原来不难学。更
深入一点的，他们多少有些明白了高考并不只是唯一出路，努力做好
任何一份工作，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小班的字母操
夏令营活动结束后，村庄和孩子们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开学后，
孩子们又回到了原本的轨迹上。可是，谁能否认，这三周的时光不会
在他们的心里留下积极的烙印？也许，若干年后，某个孩子来到城里
打工，当她失落时，她就会回想起当时夏令营老师为她唱的那一句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因而备受鼓舞；也许，当这些孩子们成了父
母，他们也懂得不要打骂孩子，可以陪孩子们读书、玩耍；也许，一
些孩子在考上大学后加入了OCEF，再回到他曾经就读的学校当支教老
师。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正在为了这些可能而努力着。

简单却实用的小实验，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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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项目
回信组在2016年寄出信件744封，并收到更多学生的回信。
从信件反馈中可以看出，他们都非常惊喜，有的甚至不敢相信，
OCEF除了在物质上帮助他们，还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关注和鼓
励！从考上大学的学生回访来看，他们在高中时也收到过我们义
工的信件，并一直保留着这些信件，它们一直激励着他们努力上
进！

回信组是连接捐款人和学生的枢纽，捐款人和学生通过信件

受助生来信片段

往来，增进了彼此了解，使学生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也
获得了鼓励和温暖。捐款人也从学生的信件里收获了开心和温
暖。这也使得回信组变得更有意义！

回信组还是受助学生回报OCEF的一个良好窗口。有不少OCEF
资助的学生在考入大学后第一时间申请加入了OCEF，并在回信组
找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窗口，他们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给正在
面临高考的学弟、学妹们，使学弟、学妹们在学习上更加得心应
手。这些从受助者变成施助者的“特殊义工”，给OCEF带来了良
好的传承效应。他们的加入不光给学生带来有益的帮助，也给回
信组其他义工在回信内容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使回信组的工作

即将寄出的给受助生的回信

变得更有针对性也给我们的资助生带来了更多方位的帮助！他们
的成长故事，带给其他受助学生的正能量也是不可估量。

打印好的地址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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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少儿

《乡村少儿》是一本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和
初中生的刊物，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乡村学生密切
联系，推动乡村教育。《乡村少儿》在2016年首次
出版三期：第26-28期，现每期发行2500份左右。

《乡村少儿》在发行过程中很好地带动了
与每个学校的互动，对学校图书阅读工作有推动作
用，是OCEF对更多乡村学生提供知识和对外推广的
窗口。2016年《乡村少儿》增加“少年知乎”项
目，期望能带动更多小读者们与外界联系交流，让
知识来源不再限于身边，让小读者们看到更多同龄
人的类似困惑和精彩解答。

同学们在分享和阅读《乡村少儿》

同学们在阅览室一起看《乡村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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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的“谢谢”
——OCEF 与我的故事
作者：李镇

编辑：武文娟

编者按：李镇，OCEF资助过的万千学生中的一员，如今他是一位大学老师，在教导学生们要学会互爱分享的同时，他以身作
则，在OCEF暑期支教和教师资助项目中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十年前, OCEF帮助了他，今天他选择回到这个大家庭去帮助更多
的人。青春、生命有限，而感恩、爱的传承无限！
我叫李镇，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初次知道OCEF是在2008年，那时我读高二，也是OCEF刚
开始在淮滨中学开展援助活动没多久，而我很幸运成为获得 OCEF 奖学金中的一个。
当得知获得了 OCEF 资助的消息时，很是激动。每年1000元的资助金在现在看来或许不多，但是当时对于一个普通
农村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它解决了我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所以当得到资助后，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给OCEF写了
第一封感谢信，感谢OCEF的志愿者对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们的帮助。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来自OCEF志愿者的回信，信是一
位姓刘的大姐姐写的，她在信中询问我最近学习怎么样，压力大不大？还鼓励我要自立自强，努力学习，争取考上理想的大
学。当时接到这封回信，很是意外、感动，志愿者们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却在工作之余给我写了回信，还不远万里地寄给
了我。后来，我又给 OCEF 写了第二封回信，当时心里萌生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当面跟刘姐姐和 OCEF 的志愿
者们说声谢谢，也期待有一天，我能加入 OCEF，为有需要的孩子们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不久之后，我高中毕业考取了自己
想去的城市——天津的一所高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地第一时间把通知书复印件寄给了 OCEF，和叔叔、阿姨，哥
哥、姐姐们分享我的喜悦。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之余我参加了学校的学生组织，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自己，更多的是想为同学们提供自己力所能
及的帮助。周末和假期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兼职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心愿。
大学毕业后，我在天津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刚工作的两年，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2016年6月份，我联系上了
OCEF，并填写了义工申请书成为了一名义工。不久，OCEF 的骨干义工联系我，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并且向我介绍了 OCEF
的组织结构及主要活动。当得知OCEF 7、8月份在甘肃省会宁县共丰镇共丰中、小学有暑期支教的夏令营活动后，我毅然决然
地报名参加，虽然已经过了报名截止日期，但最终我还是得到了支教的机会，除了激动还有感谢。
7月17号，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来到了支教的目的地——共丰中学。让我开心和意外的是：当年给我回信
的大姐姐也在支教的队伍里，她叫刘秀，是 OCEF 的一名专职人员。更巧的是：17号那天是她的生日！在志愿者给刘秀姐姐
准备的生日会上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故事，当跟刘秀姐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亲口跟她说出“秀姐，生日快乐！谢谢
您！”这句压在心底八年之久的感谢时，我的心里充满快乐和幸福！
暑期支教夏令营活动，跟着一群从五湖四海，祖国
各地来的义工一起，给孩子们传授知识的同时，我自己也学
到、收获了很多。支教活动只是一个开始，我知道我的义工
生涯才刚刚启程，我相信自己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做
得更好，只为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以及和我一样需要帮
助和关心的孩子们，OCEF 的前辈们教会了我爱和感恩，我会
责无旁贷地传递和继承下去。

2016年 OCEF 暑期支教夏令营，李镇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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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助学金申请书
编辑：马南

编者按：2017年春新申请的一位同学的申请信，内容真挚动人，这封来自乌鲁同学的信，让我们看到这个女孩一颗强烈渴望读书的心和
为此付出的坚持。感谢来自天津的义工徐春娟（曾是甘肃会宁咱们的资助生，参加了2015年夏令营支教，今年大学毕业）帮忙录入，并
为乌鲁同学的信件写了如下导语： 我第一次看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假期的商场，周围闹哄哄的。一字一句读完，眼泪忍不住地流出来。
作为一位接受过OCEF资助、现已大学接近毕业的学生，看着字句之间的描述，有共鸣，更多的却是震撼。后来每看一次，也是忍不住泪
水。是心疼，也是替她暗暗的庆幸。小小的一个女孩子，照顾父亲幼弟。忍过劳累、孤独与恐惧，就为一个读书的机会。庆幸她坚持的
路上有人帮她一把，庆幸她一直坚持从未放弃。希望 OCEF 帮她完成学业！

尊敬的海外基金会：
您好!我是来自马边中学，高中的一名彝族女孩，家里共九口人。我也有着和别人一样的梦想——继续读书。
读小学时，因为哥哥是老大，他上学比我在先。每当他去上学时，我还是喜欢穿着那双雨鞋跟着他去。当他厌烦我老是站在他旁边
听课时，我就站在教室外的窗户边偷听他们讲课。冬天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袜子，雨鞋更是破的。脚有多冷、多冰，我现
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可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无知，因为学习。可好景不长，到了三年级，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弟弟。我很开心，可也是这样，我被
父母成功地拉回家去看弟弟。在带弟弟期间，我多次向父母要求学习。可每次都被父母果断地拒绝了。直到三年后的某一天，就是在弟弟
能独立行走了的时候。报名那天，父母还是不愿意我去上学，于是我就悄悄地从猪圈那狭窄的沟里逃出去报名。父亲来追我，但由于父亲
的体积庞大，夹在那了。就这样，我冲进了美丽的教室。
我到学校后，父亲才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别人的家长来学校是给自己的孩子交书本费的。而我的父亲不是，他是来阻止我报名
的。当时学校老师和他说了很多，他只是沉默不语。后来，我们那的村长和他也说了很多，只记得他当时回了一句：“女孩读什么书，反
正总有一天是要嫁出去的。”后来他把我拖到校门口，准备拉我回去。我抓着那铁校门，哭着、喊着：“我要读书......”记得父亲狠狠
地说了一句：“你读书，你学费怎么办？而且，你还得带弟弟。不然，你硬要读的话......如果你硬要读，学费你自己交，弟弟照常
带。”我立马答应了。也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我那爱慕的教室，和别家的娃娃一起学习。在校期间，若父母去帮别人去种庄稼了，就拉
着我不去学校，目的是跟着他们一起带弟弟。所以，那时的我，总是在前一天就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搞懂。这样，即使不去学校，也不
会有太大的耽误了。（我聪明吧）。除此之外，在摘茶的季节，放学后，我就拼命地摘茶，用那得来的钱交学费。有时候剩了就给妹妹
交。还有打竹笋（打竹笋的路途很远）。当然啦，还要当工人，不然没有书读。只不过我的工钱总比大人们要少好多。这是我的小学。对
了，还有收茶叶。就是拿我摘茶叶换来的钱收购更多的茶叶交给老板。这样，其中的利润就是我的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会很开心。
小学六年级暑假时，我有一个叔叔。他承包了一片荒地，要请工人去砍，一天七十元。于是，我也跟着去了。砍了31天的荒，其中
有风雨交加、雷声鸣响（特别是晚上）。别人砍几天就休息两天，但我在这31天，从未休息过一天。我深知，我和别的娃娃不一样。如果
我不坚持，那我随时面临着辍学回家。就这样我得了人生的一大笔钱。用这些钱，我给自己交了学
费，剩下的钱给弟弟妹妹交了学费。最后剩下几十元，给爸爸买了几天的药。
就这样，我上了初中。初一时，学校张老师，有一同事在县城开了一家
店。张老师知道我不易，就帮我找了一份暑假工，过后的每个暑假，我都会来
打暑假工。
不知不觉，初中毕业了。我以自己的努力考进了高中。直到现在高二，
学习任务加重，没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的时间。父亲生病三年，在这三年里从未
做过一丁点儿活。现在病情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可还是不能干重活。我和蔼
的母亲去年也做了一场手术，到现在还未完全恢复。可今年（2016年11月12
日）在乐山市人民医院做了一场手术。再加上修房子，家里欠了三十多万的
债。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别读了，回来好不好？家里那么多债，还有
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读（弟弟是个驼背），你大些，你让他们读好不好？”
可是......爸爸我也想读书，我也想走出大山啊！在此我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
手，帮帮我，帮我完成学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乌鲁
时间：201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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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奖者倪金喜老师背后的故事
编辑：单颖

编者按：2016年，OCEF长期捐助的宁夏西海固沙窝教学点倪金喜老师，成为“马云乡村教师奖”的 100名获奖者之一。她，一个人
撑起一个教学点长达十年之久，每周30几节课，每月800元工资，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为偏远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希
望。 倪金喜说：“能看见孩子眼睛里逐渐有光，看到他们一天天改变，就看到了自己的意义所在。”

“中国不能没有乡村教师，中国如果没有在座各位的努力，中国的乡村就会荒芜。中国的乡村教师有近300多万，你们直接影响了4000多万乡村
儿童，这4000多万孩子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马云今年在中国首届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上的话也道出了OCEF的心声。

2016年，OCEF长期资助的倪金喜老师成为100位“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得者之一，将得到持续三年总计10万元的现金奖励与专业发展培训。正在
学校上课的倪老师接到获奖通知后，激动而意外。她坚守岗位十余年，克服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压力，用爱、责任与担当陪伴孩子们成长，但
从未想过自己会获得这么大的荣誉和认可。

出生于宁夏海原县一个农民家庭，倪金喜从小就立志做一名教师。生活的艰难也不曾动摇她的理想。为了让偏远乡村的孩子们有书读，她接手
了面临关闭的沙窝教学点，一个人肩负起照顾几十个孩子的重任，每天在门卫、厨师、老师、保洁等角色中切换。为了给孩子们改善条件，倪老师亲
自修理门窗，搭建厕所。为了让孩子们能像城里的学生一样上音乐美术课，倪老师利用远程教育丰富学生们的课程。在OCEF的支持下，她每天为孩子
们上诵读课。她看到了阅读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相长。在倪老师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学校得到了各方支持，条件
逐渐改善。一个原本要废弃的简陋教学点，如今成为回荡着朗朗读书声的新校舍。

身为代课老师，倪老师和老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转为在编教师，得到和正式教师一样的
待遇。而进修费却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望而却步。获得马云乡村教师奖，他们向愿望迈出
了一大步。他们也将接受到专业发展培训，从而用更开阔的视野去从事教学活动，用更丰富
的知识照亮偏远乡村孩子们的路。

对现在的倪金喜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能看到孩子们每天发生着变化。“能看见孩
子眼睛里逐渐有光，看到他们一天天改变，就看到了自己的意义所在。”不忘初心 方得始
终。OCEF希望和更多的人一起，支持奋斗在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有了他们，中国的乡村教
育才有未来。

中国最美乡村教师关于倪金喜的视频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很令人感动，冬天她给孩子们烧炉子取暖，新买的羽绒服
上的毛不小心被火烧掉了，她特别伤心，孩子们对她说，
老师别伤心，等我们长大赚钱给你买新的。在中国最美乡
村教师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赵薇送了她一件新的羽绒
服，想提前替孩子们实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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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巧结缘，携手同支教
——桐优家庭基金会与OCEF
作者：张霖峰

编辑：郑菲

编者按：吴国平夫妇用两个儿子的名字命名和创立的桐优家庭基金会帮助过许多贫困地区的学生。在一次由 OCEF北加分会举办的
Run4Kids 活动中，吴先生经过详细了解后立即慷慨解囊，从此与 OCEF 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此后，桐优基金会又多次倾力相助，通过
OCEF帮助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贫困学生和教师 。
吴国平先生， 80年代赴美留学，在硅谷从事商业智能咨询业务，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与同为清华校友的夫人 Daphne Sang 在2009年建
立了桐优家庭基金会（Tong You Family Foundation）。
在几年前，吴先生就已经通过桐优家庭基金会在国内资助贫困学生了，许多学生如今已经大学毕业。他也曾在得知云南一所小学课桌椅陈旧不堪
之后，自己联系厂家，定制了课桌椅运送到受助学校。
2013年秋，北加分会组织了 Run4Kids 活动，吴先生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活动信息，就主动发信联系我们，经过详细询问了基金会的历史以及一
线助学项目尤其是助学金项目的详情，欣然为北加分会的活动捐赠 3000 美元用于资助山西广灵的贫困学生。从此，吴先生经常与义工见面交流，听
说广灵的教师也需要资助后，在2014年1月捐款4000美元资助4位代课教师，一直持续到今天。2014年暑假，吴先生亲自去广灵走访了自己资助的学生
和教师。OCEF 对湖南桑植县西坪小学的各项资助，包括学生宿舍双层床以及支教老师资助资金，也是来自于桐优家庭基金会。那里的支教老师特别出
色，一年年薪火相传，学生各科成绩提高很大。
除了资助OCEF的助学项目，在看到义工既出钱又出力，举办大规模的地方活动之后，吴先生又主动提议每年捐赠几千美元专门用于 OCEF 的地方
活动。这三年北加分会的 Hike4Kids 活动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得益于吴先生基金会的捐款。每多有一人参与活动，桐优家庭基金会就会多捐赠 100
美元。2016年的 Hike4Kids 活动，吸引了创纪录的350名湾区居民参加。
谈到桐优家庭基金会与 OCEF 的合作，他说到：“我们在硅谷这边也资助了不少的慈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善款使用效率并不高，他们的
CEO、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领着颇高的薪水，钱捐进去有些时候看不到具体的效果。OCEF 这样一个义工为主的组织，通过自己的义务付出，大大降低
了运营费用，使得捐款能够更有效率的直接帮助到贫困学生读书，非常难得。我也实地看过受基金会资助的学生、老师和学校，亲眼看到这个帮助是
实实在在的，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家庭基金会愿意更多地参与 OCEF 的助学项目。”
吴先生夫妇建立桐优家庭基金会，“桐”与“优”分别取自他们两个儿子名字中的一字。吴先生夫妇想带着儿子们一起去走访受资助的学校，看
看那里孩子们的生活。他们希望让孩子体会到，自己的优渥的生活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还有许多同龄人为读书发愁。吴先生夫妇建立桐优家庭基
金会的初衷，除了能够帮助他人，还希望将来不仅仅是给子孙留下一份不愁吃穿的家业，更重要的是留下桐优家庭基金会这份独特的慈善遗产，让孩
子们继续帮助他人，并且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享受快乐，因为给予远比得到重要，给予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如今，桐优家庭基金会已为 OCEF 捐款超过5万美元，资助了贫困学生和代课教师，并改善了学校的教学、生活环境。我们深深地感谢吴先生夫妇
以及桐优家庭基金会，你们的信任与支持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愿我们能有更多更愉快的合作，一起帮助更多国内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教师！

吴国平先生（中）在2016 年 OCEF 年会上获颁年度杰出捐款人奖

湖南西坪小学2017年支教老师合照。西坪小学地处湘西大山深处，长期缺乏师
资。 OCEF于2015年8月起为这所学校招募支教老师，通过支教接力为了帮助学校
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桐优家庭基金会提供每位支教老师每月800人民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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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有你 风雨同舟
作者：郭艾娜

编辑：夏天

编者按：在过去13年里，通过 Epic systems 公司员工在该公司每年的 donation campaign 活动中组织、 宣传和传递，从 Epic 的年度慈善捐款
里，一共为 OCEF 争取到超过将近14万美元捐款，这些善款帮助了中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和老师。在物质条件上，为他们添置崭新的课桌椅，给他
们建设新的学校宿舍和多功能教室，替他们缴纳学费，供给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不仅如此，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Epic 还捐赠给这些地区更
多的图书，让孩子们了解趣味阅读，使他们不断地汲取有益的思想文化，充实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可以看得见，Epic 的捐款对于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
教育事业在物质改善和精神建设两方面都给予了重大帮助。最后，衷心地感谢 Epic 的员工一直以来和 OCEF 的合作，期待着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将更
多的帮助带给需要的孩子们。
在OCEF成长的道路上，获得过很多的帮助和鼓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热心无私的奉献，OCEF才能在帮助中国乡村教育和有需要的孩子们的道路上
越走越坚定。
EPIC Systems 是一家位于威斯康辛州维罗纳市的医疗软件公司。2004年，通过该公司员工穿针引线，OCEF 获得了 Epic 长达十余年的捐赠。从
2004年到2016年这十三年里，Epic 共捐助了138100美元，帮助我们完成了许多学生资助、学校建设以及教师培训项目。超过100多名学生和教师从
Epic 的爱心捐助里获得了及时的帮助。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Epic 和 OCEF 携手走过的这十三年。
——2004
2004年，Epic 公司的员工们热心的为 OCEF 募集到了3700美元的捐款。这笔捐款帮助24名贫困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缴纳了他们的学费，让他们可以
继续学业。这是我们相遇的第一年，也自此开启了从未间断的合作！
——2005
2005年，OCEF 收到了来自 Epic 的7200美元善款。这笔带着 Epic 员工满满爱心的善款，被有效的投入了贵州郭家寨小学的建校项目。曾经的郭家
寨小学，只是几间简陋的屋子，墙壁破损，四处漏风。不同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是用长椅充当的课桌。就是借着这笔捐
款，新的校舍建起来了。简单实用的校舍给孩子们提供了遮风挡雨、安心学习玩耍的场所，新的木质桌椅整齐宽敞，孩子们再也不用挤在狭窄的长凳
充当的桌子上，而是可以坐得端端正正地看书写字。
——2006
2006年，OCEF收到了来自 Epic 的10400美元的捐款。我们用这笔捐款，通过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为青海杂多藏族自治县几所学校购买了250套课桌
椅。在杂多，98%的居民来自藏族。杂多景色优美，有河流山川，但是在这样一座坐落在15000 英尺高原的生活却是不容易的。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杂
多的居民居住分散，教育服务半径大，导致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并且乡村教育存在着校舍，师资、经费力量不足等问题。然而借着这笔善款的帮助，
杂多的孩子们用上了结实宽敞的课桌。
——2007 & 2008
2007和2008年，Epic 分别捐款6600和11300美元， 帮助了多名有需要的高中生以及乡村教师，改善了他们的鼓励他们努力向前实现继续教学和求
学的心愿。
——2009 & 2010
这两年，来自 Epic 的捐款共28000美元被用于为多所乡村学校图书室购买图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图书，成为了一颗颗小小的种
子，落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逐渐长大，为孩子们传播知识，开阔眼界，让他们成长的路上可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2011年
2011年，Epic 捐助了13200美元，主要用于为贵州大平中心小学建设 Epic 梦想中心。梦想中心是专门为了乡村学校建设的多功能教室，每一个梦
想中心都配备了3000本图书、电脑、55寸LCD电视以及投影设备。在梦想中心，教室的墙壁成了孩子们挥洒想象力的画板，彩色的桌椅也可以按照孩
子们的需求自由的摆放，书本和网络随时向孩子们开放，方便他们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教室还特别设置了一个小讲台让孩子们可以站在同学面前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这样现代化的教室不仅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孩子们以更加饱满而积极的热情感受到到学
习的乐趣。感谢Epic，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原来陈旧简陋的教室，变成一个孩子们可以快乐成长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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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2年，Epic 募集到的12300美元捐款用于改善湖南平江县东港小学操场。原本的操场，甚至不能称之为操场，确切的说只是一片空地而已。一
到下雨天，操场坑坑洼洼，到处积水，而且泥泞不堪。有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们踩在泥里，只能放些小砖头让孩子们垫脚。改造后的操场，平坦坚
固，是孩子们做操、运动锻炼、玩耍的好地方。
——2013
2013年，我们从 Epic 收到了11300美元捐款。在这笔捐款的帮助下，我们启动了四川成都简阳武庙乡小学课桌椅以及办公桌椅项目，为孩子们置
办了100套双人的课桌椅以及十五套教师办公桌。和原本简陋破旧的桌椅说再见吧！孩子们终于用上了崭新的课桌椅。不光是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得到了
改善，教师们的工作生活也因为新的办公座椅得到了提升。
——2014
2014年，Epic 捐助的15900美元捐款用于支持了两个项目：（1）2015年8月在河北栾川举行的暑期教师阅读培训，将近100名阅读种子教师接受了
培训。借由这次的教师培训，老师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的理解阅读的重要性、掌握阅读的方法以及养成阅读的习惯。
（2）2015年底夏天，OCEF 捐资35700元人民币用于四川宜宾临箭板小学公路修建项目，把学校和附近两个村落的土路修平扩宽，方便学生上学。
——2015
从 Epic 收到了9300美元的善款，用于广西融水拱洞中学的冬被项目。广西大山里的冬天阴冷潮湿，230床温暖的新被子，带着跨洋而来的关怀和
爱心，温暖了孩子们的冬天。
——2016
今年 Epic 的9100美元捐款，将会用在网络课堂项目，为乡村学校添置网络设备，让乡村孩子也能拥有优质教育。

文章到了结尾，但爱心的合作仍然在继续。
在这里，我们真诚的向 Epic 公司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 Epic 员工王念庆，Hansong Wu 和陈轶云的付出以及所有参与的 Epic 员工的支持帮助！
特别是王念庆先生，在过去八年，坚持每年在 Epic 宣传 OCEF 项目，把助学信息反馈给 Epic 员工，尽心尽力为 OCEF 争取最大份额的捐款。 谢谢你
们用爱心帮助了一群又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为他们遮风挡雨，助力梦想！

广西融水拱洞乡地处深山之中，属于融水县比较偏远的乡镇，当地居民基本靠自给自足，近年有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学校共有17个教学班，住校生867人，大部分学生
是本乡学生，也有小部分邻近乡镇。因近年资源合并，很多乡的中学生都搬到县城上学，能撤的学生都撤了，全县只保留了四个乡中学，附近乡镇有些学生家里贫困，
去县城上学开支大，就尽量到拱洞中学来上学。上图为 OCEF 在广西融水拱洞中学开展的冬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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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OCEF 老会长梁敢教授访谈录
编辑：徐正纲

编者按：梁敢教授在OCEF里是一个人人敬佩的传奇。他从基金会草创伊始就参与其中，后来基金会危机重重的时候临
危受命，力挽狂澜，将基金会带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担任基金会长十余年之后功成身退，去年被选为理事会唯一
的一名荣誉顾问。他是OCEF二十四年历史的亲历者，可以说没有梁教授就没有OCEF的今天。梁敢教授最近获得“北京
大学优秀校友”称号，以下这篇登在北大期刊上的访谈节选，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梁教授与 OCEF的不解情缘。
问：您可以和我们聊聊对基金会的投入吗？
梁敢：我才毕业那会儿对基金会的精力投入没有后来多。我是从97年开始当基金会的主席之后精力投入才多了起来。到99年开始当
基金会的会长，一直当了12年，那花在基金会上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基本上除了教课，做一点基础科研以外，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是做慈善的。
问：为什么基金会能从92年至今发展得越来越好呢？
梁敢：做的事很细致，制度很健全。最重要的是进来的人素质，背景，理念都很接近,想法基本一致，对国内了解的也比较多。对
制度的坚守也比较认同。如果理念不合，做事方式不搭，就自然会分掉了。在制度上我们尽量做到像专业基金会那样比较正规；但
是做事99%以上都是业余的，草根的，志愿者。

问：这种制度是一开始就设计的还是慢慢形成的？
梁敢：是慢慢形成的。每年开会的时候就加一点，遇到了事情，每年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就会讨论。理事会形成的决议每年都有十几
个，慢慢地有些决议就变成了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规范下来，大家做事就会比较配合，减少了不必要的争执，做事就会比较愉
快。主要是我们深受美国这种法制观念的影响，比较重视制度建设，而不是依靠个人影响力。依靠个人影响力在短期是可以的，但
是长远看会造成很多矛盾。
问：那过程中有没有过分歧？
梁敢：有呀，分歧不时会出现的，还有人怀疑你这么努力工作是不是为了名利什么的。但是这个组织的主体还是很健康的，这些分
歧都会得到公平的对待。虽然我们鼓励大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违反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因此违反了我们的制度，
那么遭受的损失比做出的贡献就要大多了。这个决定引起了有些人的不理解。但是制度原则是第一位，这个我们绝对不妥协的。
问：大家时常对某些慈善组织有误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梁敢：很多时候误会是透明度不高引起的。我们的基金会最重要的是透明度很高，财务每年都公布在网上。收入的钱，每个项目花
多少钱，如果谁要查，我们都会给他们提供证据。我们的所有捐款人是关联的，甚至包括捐款人名单，资助的学校，甚至前期还有
学生的名字都公布。后来考虑到隐私，我们对学生名字该隐蔽的都隐蔽掉了，如果学生不同意公布我们就不能公布。所以大家对我
们都很信任。
问：身在海外的人多数无法直接了解国内的需求，也难以直接去监督捐款落实情况，我想知道您在处理慈善项目方面是怎么具体操
作的？
梁敢：不要以为义工都在美国加拿大，我们在国内也有很多义工。在国内如果没有义工到农村去家访调查，这个钱送出去是不是落
到实处都是个问题。我们在国内有个中国事务委员会，下面有7个组。这7个组，有助学组，网络课堂，监察组，人力组，特殊项目
组，和图书组。中国这7个组的义工担负国内的活动。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慈善才能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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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这些义工参与了从慈善项目筛选，到用款监督和回访的全过程？
梁：对的，国内的义工到各个学校去核实，国外的义工主要是募捐、审查。最初十年是国内国外用email来联系，大包的邮件也从国
内寄到美国，由休斯敦地区的人来审查。他们寄来我们要求的几种表，比如家庭情况表，学校老师和校长签名的成绩单等。我们这
边审核资料。

问：在基金会的二十多年里，有没有想过放弃？
梁敢：我还真没想过放弃，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最好，遇到困难就去克服它。但如果有人接
手，那我就可以放手了。如果在过程中出现过内部相互争斗，或者贪污腐败这样的事情，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放弃了。但是在我们这
里，一直有个特别好的团队，一直延续得很好，而且制度又很健全。大家理念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相互鼓励，心情都比较愉
快。在国内好像有些人把做慈善当作道德很高，这其实只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内部的矛
盾。如果一个组织，很多人有这种太高的道德观念，或者名利思想太重，都会引起一些矛盾，引起一些争执。我们没有这些争执。
总之我们这个组织还是挺健康的。

问：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您人生中的一个事业？
梁敢：不算，我不是已经退下来了嘛。这属于我人生中的一个值得骄傲的东西。做这件事情能帮助更多的人，让那些像我童年一样
受过苦的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且通过这件事可以把这个种子散播出去，又会影响更多的人。这个意义比成天发表论文显得更独
特，更好。所以我就决定了把这个事做好。我将来会一直继续，而且我就在一个组织做，不在其他组织做。因为我能力、精力、时
间有限，我还得享受我个人生活。我不会说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捐给别人，这不是我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是，在我能够得到我自己
的家庭、事业的底线的情况下，再去做慈善。
问：您觉得在OCEF工作的这二十多年中，您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梁敢：对我个人来说，我就从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我的人生的各方面的需
求都得到一个平衡。假设我不做这个东西，我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我会觉得奋斗
一生我就为我一个自己——我们还要为别人。这个慈善的工作使我的生活显得更
为圆满一些。同时慈善肯定影响到我的家庭，起码对我孩子也是一种言传身教。
加上孩子们自己也努力，所以她们发展得都还不错。我觉得做这做慈善本身不是
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东西，只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唯一感到比较骄傲的是
我能一直做下来做了20多年，做同样的事。

问：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又想说把自己的事业做好，又想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情。但是会发现自己精力有限，还有家庭各种压力，难以两头兼顾。那您给年轻
人有什么建议？
梁敢：量力而行。先做好自己，再帮助别人。做理事这样子要花很多精力的事
情。这个要在先管好自己事业和家庭的前提下，再去做。这是前提。中国有一句
古话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小到大。我是不赞成那种牺牲小家照顾大家的
思想的。我认为那是违反人性的。我虽然没有逼自己去这样想，但是现在回顾起
来，我还是先照顾好了小家，才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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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
——OCEF 四川简阳协调员都小桂老师访谈录
采访：刘秀

编辑：郑菲、夏天

编者按：本文根据OCEF专职管理人员刘秀的一份访谈记录进行编辑，访谈对象是OCEF四川简阳协调员——都小桂老师。访谈，包
括当面访谈和电话访谈，让OCEF能倾听和了解来自一线的反馈，及时提供帮助。藉由与协调员在工作走访等方面的对话交流，我
们也更加了解了OCEF协调员的具体任务，并更加坚定了对OCEF的工作的责任和担当。

四川简阳，都小桂老师在电话前，与刘秀聊起了协调员工作情况和对生活的影响。
刘秀的几个问题打开了话匣子：“您从事什么职业？从什么时候开始做OCEF协调员？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做了OCEF协调员？”
都老师回答道：“我从2006年开始在武庙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做代课老师，现在在幼儿园做幼儿园老师。2009年开始做OCEF的协调
员。OCEF在武庙的资助从92年开始，那时候的协调员蒋玉老师在07年左右调走，武庙的协调员就由黄老师负责，黄老师做了两年
左右就转交给我来做了。”
在与小桂老师的交谈中，我们逐渐地了解了一位恪尽职守负责踏实的OCEF协调员的故事。作为OCEF的协调员，每年主要做的
事情是家访、发款、收集各种信息、协调反馈。她开展OCEF的工作都是利用节假日的休息期，这是因为小桂老师任职于一所幼儿
园，她需要照顾年纪幼小的孩子，不能擅自离岗，同时也由于幼儿园师资力量的紧缺，她更加不能随意离岗。
谈到每年用在发款、家访上的时间，都小桂老师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很难具体量化。有的学生近，一天能走访2-3个，有
的学生远，一天只能走访一个孩子。发款也是，按照道理一天就能发完，可是随时都会有各种情况，一次发款要发好几次才能发
完。家访也是，路程远的学生，有时候联系几次都联系不上。”认真负责的都小桂老师会亲自家访每位新申请的学生。“前几年
条件不好，路也不好，都是自己走路的，或者池校长开着摩托车带着。这两年路好了，条件也好些了，路远的，池校长会给我找
辆车，实在车进不去的，就自己走路。”
都老师作为OCEF协调员后帮助过的学生，有些已到别的学校上了高中，但都老师仍然以一颗热诚和善良的心常常在关心着学
生们的近况。长期家访和与学生保持着联系，让都老师对每个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关于这些
学生，都老师是在何时走访学生家的，学生家里的状况如何，点滴的累积和经历，在她向OCEF提交书面材料后，也把学生们记在
了心里。
作为OCEF的协调员，在接触和了解了多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后，都老师认为当地学生上学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留守儿童问题。由于照顾留守儿童的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而非父母，老人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的代沟的，
而父母身份缺席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会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产生累积影响，所以都老师认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和关
心，就是父母陪伴着孩子一起长大。都老师提到：“之前，学校也尝试做了一个留守儿童之家，里面有图书室。我在和这些留守
儿童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到，这些孩子缺少的是从心理和生理上与父母的接触陪伴。他们本能的排斥这样的留守生活。却又表
现出若无其事的漠然, 父母关爱的缺失是学校无力能改变的。OCEF的资助虽然不能根本上帮助这些孩子，但是对一些家境贫困的
孩子和家庭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当地的贫富悬殊非常大，几百元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可以做很多事情。经济上的资助让家长们很
感动，每次发款时都能看到家长们很真挚的表情。我们只需要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提到OCEF资助的课桌椅、办公桌椅，都老师激动地说“给孩子们换了那么多新课桌椅，老师们的办公桌椅也都统一换上了，
你不知道老师们和学生们有多高兴，多兴奋！”
当刘秀问起：“您觉得OCEF的资助项目中，哪些项目做得好？哪些项目做得不好？为什么？”都老师是这么回答的：“OCEF
与其他捐赠者很不同。之前有一些人捐了3000元给学校买体育器材，但是他们要求我们两个学校的学生过来，要举行捐助仪式，
还要求我们邀请镇里的领导，要邀请媒体等等过来拍照，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觉得他们都太注重形式了。OCEF即便捐了课桌
椅、也给我们的幼儿园修建补充了资助款，但是没有这些要求，我能感觉到OCEF对我们学校、对学生真正的关心，而不是简单的
走形式。这也让我自己心里最最认可我们O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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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老师提到，在做OCEF协调员期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她坚持的原则有时候得不到老师们的理解。“每次我让老师们推荐
学生，有的老师就会推荐好多学生，我得一个个家访筛选。有一次，家访的一个学生家里很破旧，情况很不好，所以就申请了资
助。第二年，我下乡发现他们家建了新的楼房，整体情况改善了，就直接停止了这个学生的资助。这个学生自己倒是没有什么意
见，反倒是他的老师不高兴，问我为何停了资助，我就告诉他，你再去他家里看看就知道了。对谁应该资助谁不该资助，我的原
则性很强，很多老师不理解。这个可能就是目前面临的问题。其他的都很好。”
谈到学校现在的学生人数、师生配比情况，都老师说：“现在的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减少。往年7、8、9年级都可以有2个班，
今年就只有1个班。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父母慢慢意识到需要将孩子带在身边了，所以凡是有点条件的，都会将孩子带到城里去
上学。二是我们这个乡村学校基础条件很差，有点能力的家长都将学生送到贾家去了。我们虽然是简阳，距离成都也不远，但是
属于山区，条件差，老师们都不愿意过来，能调走的全调走了，留不住老师。池校长也没办法，老师不够，只能学校自己想办法
找钱雇代课老师。有个已经退休3年的老教师都被池校长找回来代课了。目前学校有7个代课老师，每个代课老师每月1200元。一
般公办老师的月收入是2200左右，池校长92年毕业，20多年的教龄，现在每月只有2900元的收入。我自己是1200元，是代课老
师，所以我经常和我女儿说，我们快供不起她上学了。”
都老师觉得OCEF协调员这份工作让自己活得很坦然。她说：“我自己的生活本来就很简单，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是一个喜欢
给自己找乐子的人。做了协调员后，走访了很多学生的家，对目前自己的生活就更珍惜了。另外就是家里的人也会更节俭——以
前吃不完的饭菜都会倒掉，现在都不轻易将饭菜倒掉；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将她穿不了的衣服从学校里背回来，洗干
净，让我带给那些家庭情况不好的娃儿。”

编后语：如今，OCEF有45名协调员。我们看得到，每一个协调员以他们对于工作的坚守和尽责，对每一个学生的付出和关心，不
断地实现着OCEF的信念和理想。正因为有他们在前方的家访和协调，使得我们每一个OCEF义工，甚至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关心着
公益活动的人，更加了解需要帮助的地方和成效，更加坚信了对于慈善的信心，对OCEF愈加坚定地守护和爱。让我们以更加虔诚
的心态去实践善心善行的意愿。衷心地感谢每一位OCEF的协调员，这份对于公益事业的尽心负责和执着是值得我们每一个OCEF成
员认真学习和肃然起敬的。他们的丰富经历也让我们理解了大爱与小善之间的联结。从前线到后方，每一股力量，每一股清流，
凝聚成了今天OCEF的成长壮大和累累硕果。

2017 春季发款照片——都小桂老师(左一）和受资助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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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小桂老师所任教的武庙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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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对我来说，是遵从内心的一种选择
——义工方玮娅访谈实录
采访编辑：王怡越

编者按：监察部负责人方玮娅，现居美国密苏里州，2004 年初加入基金会，先后担任网络宣传组组长，特殊项目组组长，中国事物委
员会主席以及副会长等职务。从学生时代起参加 OCEF， 到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十几年如一日的活动在 OCEF 助学一线。在这
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韶华，一点点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构筑起梦想的基台.

在这篇专访里，不仅仅记录了玮娅为贫困地区教育所做的努力，更记录了 OCEF 这十几年来始终如一的坚持与不懈。对于一个与 OCEF 相濡以沫的人来
说，她每一份的奉献，都与 OCEF 相辅相成，二者早已融为一体。
问：为什么会选择投身 OCEF 公益活动中呢？
方玮娅：公益对我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选择。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本能。少年读书时，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参加各种公益，从去福利院帮忙，到为贫
困家庭中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帮助别人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后来2004年在美国读书时，了解到了 OCEF 这样资助国内贫困孩子教育的组织，便
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当时的我也没想到，这一待，居然就是十几年。
问：这十几年的时间，都担任过什么样的工作？
方玮娅：最初的时候，做网络宣传工作，一年后开始逐渐接触中国国内事务工作。05年起独立负责特殊项目。主要帮助偏远地区建造学校。05年到08年
期间，我们在四川，广西两地共建了七所学校，帮助当地孩子们解决了上学难的问题。12年的时候，我开始参加监察部门的工作, 今年成为负责人。主要
负责制定监察计划，招募以及联络监察员，安排开展监察工作，并汇总监察报告。

问：监察员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方玮娅：监察员主要负责各地贫困学生的情况核实。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因为大部分贫困家庭都地处乡间或者山区，交通并不便利。监察员经常
需要靠租借摩托车，甚至步行一两个小时去学生家中了解情况。与此同时，监察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与应对能力，善于观察与沟通，以便了解上报
学生的真实情况，
问：监察员的工作，对 OCEF 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方玮娅：监察员代表 OCEF 对受助点、协调员工作、资助学生的情况进行评估。通过监察员隔年一次的走访调查回访，OCEF 可以及时跟进每一位受资助
学生的情况，保障资助项目的透明度与受助学生资料的真实性，确保每一位捐赠者的资助款，都捐赠给了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问：你说监察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工作量会很大吗？
方玮娅：非常大。每年我们的监察员都会尽可能多走访一些受资助学生。比如12年的时候，我
们有10位监察员，他们走访了10省15县共50所学校，共373名受资助学生。13年走访了232名学
生，14年走访了431名学生。15年是我们最“拼”的一年，7位监察员共走访了467名学生，保证了
每一位受资助学生的信息的准确性。
问：在监察部工作的时候，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方玮娅：其实在监察部里，每一件事，每一份报告，每一位监察员都在我心里有着特殊的意
义。你很难说，哪一件事最深刻，最无法磨灭。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聚集了许多艰
辛与不易。他们或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志愿者，或是曾经受过资助的学生。有的监察员已经坚持
这样的工作十多年，每年都抽空参加监察工作，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由于他们这样
不计回报的付出，才确保了 OCEF 工作的持续开展。

编后记：因为 OCEF 是一个几乎全依靠义工来维持的组织，所以很多时候，OCEF 都面临着比想
象中的多的多的困难。2007年底，由于 OCEF 管理人员大量流失，许多工作都无法继续开展，
随时面临关闭。当时正值玮娅怀着第一个孩子，一个月后即要为人母的她，毅然选择和大家一
起坚守，并顶着承担了副会长一职，将中国事务扛下来了一年。
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公益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的活动，它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
单。可是即便这样，也始终有人抱有坚持与信念，一次又一次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光去晃动这个
世界的暗夜。也许正是由于这样每一份小小的努力，我们才可以让公益变得没有那么难。

32

33

屏幕内外的深情
——一个OCEF网络支教老师的故事
作者：潘卉

编辑：武文娟

编者按：隔着屏幕，隔着半个地球，隔着黑夜与白昼，三年里，OCEF 网络课堂生物老师潘卉博士，用她丰富的专业知识，生动有趣
的授课方式，善良、美好的仁爱之心，为大洋彼岸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传授着生物科学知识，传递着世间的爱和温暖！
2016年6月，甘肃会宁，当挥舞的手臂，喊着“再见，潘老师”“我们爱你，潘老师”“再来看我们，潘老师”的孩子们依恋的身影淡出视线，
我看着手里不知是哪个孩子塞的几颗又大又软的杏子，眼睛又一次模糊了......
三年前，一个机缘我知道并加入了 OCEF 成为网络课堂项目的义工。 OCEF 开设网络课堂的初衷是希望能利用海外和大城市丰富的人力资源，补
充乡村学校的师资，能为乡村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部广阔世界的窗户，让他们学到更多教材课本上所缺乏的知识和掌握未来生存必备的技能。
第一年我教的是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柴门中学的七年级的40多名学生，记得我上的第一节课是“种子的萌发”。备课花了七八个小时，考虑到山
村的孩子没有多少课外书看，所以我不仅仅把课本上的内容梳理清楚了，还准备了很多和种子相关的课外知识。我们上课是通过网络软件，可以和学
生实时交流，我做的 PPT 和板书学生都可以看到，学生那边也有老师陪堂协调教学。另外，我也很惊讶我讲到的很多果蔬比如草莓、香蕉之类的，
他们根本没见过。那个贫瘠干旱的小山乡，最多的就是玉米和土豆了。所以，在准备后面的课件时，我特别注意尽量用他们熟悉的东西来举例子。通
过两个学期的教学，我和学生们都在进步。期末考试，学生在县里统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支教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同在会宁县的党家岘中学教八年级生物。在原来的柴门中学，则给以前的学生上周末的课外兴趣讲座。因为时差的关
系，都是周末的半夜起来上课。虽然辛苦，可是看到孩子们熟悉可爱的小脸，觉得很值得。柴门中学的孩子们经过一年里大量网络课堂的熏陶，在讲
座课上思考非常活跃，提的问题都非常有启发性。
党家岘中学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中学，在海拔很高的大山里，当地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相对闭塞很多。上课时我发现，课堂上孩
子们虽然好奇、专注，但都比较拘谨，我提出的问题，没有人主动回答。被点起来回答，学生也很害羞，声音小到听不见。为了避免学生尴尬，我改
成了集体回答问题，这样一来孩子们回答得又整齐又响亮。一年下来，学生们越来越放松、活跃，越来越积极和我互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班的学生在整一年的各个统考中，生物一直是全年级七个班里的第一。
通过这些年的网络支教，我和我的学生们越来越熟悉、亲近。学生对我的这种感情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一种爱和回报，超越了亲情和友情。我
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回去看他们。2016年6月，这愿望终于达成，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当屏幕上那一张张无法看清楚的小脸，现在可以一
一端详，当孩子们拥抱你，用他们温软的小手牵着你，幸福变得那么真切、丰满、难忘！

第四节课正好是生物课，我终于可以面对面给他们上课啦。我和同学们都很兴奋，乐开

不管走到哪里，我的双手都被女孩子们轻轻牵着，只有亲自来看望他们，感受这手心

花。之前通过网络上课，虽然可以实时互动，但是因为网络效果有时候不好，我又看不清

的温度，才能知道这种爱的交换是何等神圣美好，这种爱的陪伴是无价的。

后面的同学，所以很多不足。这个梦想教室，比全校所有其他教室都漂亮，专门上网络
课，同学们来上课要穿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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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OCEF 义工活动一览

2017年4月，休士顿分会举办了年度春季野餐会。

2016年10月，北加分会举办了“脚步走出的希望——Hike4Kids”户外助学慈善活动。

2017年6月，芝加哥地方组举办了义卖助学活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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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OCEF 义工活动一览

2016年9月,上海义工聚集一起进行助学金
秋季申请材料录入工作。
2016年10月，北京义工到天下溪库房为秋季

助学金资助的学生选购图书。

2016年8月，圣地亚哥地方组在当地的夏
季野餐会上宣传 OCEF。

2016年春节，UIUC-OCEF 小组为当地同学
们举办了一场饺子盛宴。

北加分会于2016年3月举行以“感谢你们，
一路同行”为主题的感恩年会，向捐款
人、义工和所有支持者表示感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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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F 第十四届理事会
（任期：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

会长（President）：沈中（Chicago, IL）
执行副会长（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缪玉亭（San Francisco, CA）；副会长（Vice President）: 张霖峰（San Francisco, CA）、刘秀（北京，非理事）
秘书长（Secretary）：熊兰瑛（重庆）
财务长（Treasurer）：桂红宁 （Denver, CO）
荣誉理事（Honorary Board Member)：梁敢（Houston, TX）
其它理事（Board Members）：陈世仪（Houston, TX）、蒋莹莹（北京）、杨浩（Phoenix, AZ）、孙国良（上海）、吴赣（北京）、张冰君（San Francisco, CA）、
林霖（Chicago, IL）、杨凡（Boston, MA）、黄晓帆（2016）

（二） 海外事务：

（一） 中国事务：

财务部（Finance Department）
中国事务委员会（China Affairs Committee）：
协调中国事务各组之间的联系以及指导各组工作

主管（Director）：桂红宁 （Denver, CO）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 陈世仪（Houston, TX）、蒋莹莹（北京）、杨凡（Boston, MA）

主席（Chair）：刘秀; 副主席：卓韵宝
委员（Committee Members）：孙国良、吴赣、熊兰瑛、方玮娅、缪玉亭、郭浩宇

会员及捐款人服务部（Department of Member/Donor Services）
主管（Director）：杨浩（Phoenix, AZ）、郭浩宇(2016)

专职管理人员：卓韵宝、刘秀

兼职工作人员：张计鹏（2016）、刘倩（2016）

项目专员：胡敏青（广西融水）、朱玮（重庆）、陈靖（2016）
助学金项目部（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id Program）
主管（Director）:孙国良（上海）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毛俊花（山东东营）、张庭（Dayton, OH）、冯忞(2017）
赵丹萍（2016）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束弋 （Houston, TX）、万树慧（2016）
海外人力部（Overseas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主管（Director）：缪玉亭（San Francisco, CA）
信息技术部（IT Department）
主管（Director）：郭浩宇（Newark, DE）
副主管：孙泉（北京）、赵磊（San Francisco, CA）、罗鹏魁（Newark, DE）

图书资助项目部（Department of Library Program）
主管（Director）：刘秀（2017）、刘倩（2016）

募捐部（Fundraising Department）
主管（Director）：张霖峰（San Francisco, CA）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刘秀（2016）、黄晓帆（2016）

辖下小组及组长如下（Sections and Section Heads）：

辖下小组及组长如下（Section and Section Head）：

机构募捐（Institutional Fundraising）：欧阳汇尧（Boston, MA）

教师培训（Teacher Training）：刘秀（2017）、刘倩（2016）

网络募捐（Online Fundraising）： 张翠平（副组长）（San Francisco, CA）

教师资助（Teacher Aid）：刘秀

特殊募捐（Special Fundraising）：赵磊（San Francisco, CA）

网络募书（Online Bookraising）：杨敏（广州）、孙文波（北京）

VIP募捐 （VIP Fundraising）：缪玉亭（San Francisco, CA）
年报 （Annual Report）：缪玉亭

特殊项目部（Department of Special Program）

一线采风：缪玉亭

主管（Director）：吴赣（北京）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方玮娅（Rolla, MO）
辖下小组及组长如下（Section and Section Head）：

宣传部（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暑期支教夏令营（Summer Teaching Camp）：

主管（Director）：赵晓茜（代理，2016）

张计鹏、陆蕴（上海）、马南（北京）、卓韵宝

辖下小组及组长如下（Sections and Section Heads）：

主管（Director）：熊兰瑛（重庆）

网站：张冰君（San Francisco, CA）
《捐款人快讯》：汤柏（Los Angeles, CA）
《义工快讯》：王琦（Chicago, IL）

监察探访部（Inspection Department）

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Local Branch Management Committee）：

主管（Director）：方玮娅（Rolla, MO）

管理协调地方各组之间的联系以及指导各组工作

网络课堂项目部（Department of Internet School）

中国人力部（China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主管（Director）：缪玉亭（San Francisco, CA）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柯军（湖北武汉）

主席（Chair）：林霖 （Chicago, IL）
副主席（Vice-Chair）：师然新
委员（Committee Members）：陈世仪（2017）、孙静（2016）、张霖峰（San Francisco, CA）

回信组

辖下地方分会（组）和会长（组长）如下（Local Chapter or Group）：

组长（Section Head）：张计鹏 （湖北石家庄）

休斯顿分会会长：陈世仪（2017）、孙静（2016）

北加分会会长：张霖峰

纽约组组长：陈茜华

芝加哥组组长：林霖

圣地亚哥组组长：师然新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大学组组长：陈瑞昕

《乡村少儿》（Village Kids）
主编（Editor-in-Chief）：张妮（2017）、 黄晓帆（2016）
副主编：张妮（2016）、冀旋（Houston,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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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F 之星
Volunteer of the Month

个人：
胡光霁、罗昭菊、鲍旻昕、贾海燕、李雪义、安晓哲、刘一凌、冯杰、曾振华、贺铮野、何雪炀、沈苇、季海东、
张兵、张华、林霖、郭艾娜、谭慧华、 阴悦、 刘倩、陆蕴、马南、蓝施霞、陶嘉、胡芳琪、王琦、杨林、施丹、
姚斌、韩晓峰、郭承恩、王蔚、陈世仪、王宁、冯忞、陆蕴、白宏帅、何文佳、王琦、杜力、王亚冰、张理、高雷、
安晓哲、李胜高、胡冰冰、卓韵宝、王小丰、冯佳莹、胡敏青、张青青、蔡雪君、贺子歌、钟婧琳

团体：
OCEF年报编辑制作团队（主编：缪玉亭；文字编辑：郑菲、高戈、洪毅颖（英文版）；美术编辑/排版：徐咏梅（中文
版）、王泓冀（中英电子版）；数据制图：倪鏝钰、包晨；校对：郑菲、汤柏、施国翼；故事撰写、编辑：郑菲、
张霖峰、邱霞、许汉卿、高雷、刘倩、陈靖、沈中、熊兰瑛、徐正刚、张晶；英文翻译：洪毅颍、郭宇、张晶、
庄红卫、李抒涵、骆海辉；其他部门的支持：刘秀、张霖峰、熊兰瑛、桂红宁、李莉、陆蕴、张计鹏、张冰君、
卓韵宝、魏柯琪；印刷、运输、收发：刘秀、罗鹏魁、沈中、孙静、张亚雷、卓韵宝、吴赣）
《乡村少儿》江新、张妮、徐丽、刘一凌、刘诗璐等; 江新、柴谦和刊中刊团队
捐款人服务部以及1对1小组（杨浩、李晶等）
甘肃会宁暑期支教义工团队 （孙萌、阮秋玲、车明路、耿嘉茜、李婧楠、浦溪沁、朱诗雨、项心愉、郭智锐、
耿嘉晶、徐子涵、张硕、何梓铭、林建锋、赵心雨、徐思屿、高杏、颜家蕾、杨方达、董利利、沈瑶婷、李珈珺、
郑伊铭、王乙涵、朱玮、赵哲、王梓年、余杨、李镇、李博文、史慧丽、康彩琴、何长江、祁越灵、刘琨、董亚博、
杨怀、陆蕴、马南、张计鹏、卓韵宝、刘秀）
2017年春季助学金资料上传、录入和审核团队（王琦、孙蕾珍、梁永敏、张晶晶、陆蕴、冯忞、何文佳、

白宏帅、

刘智蓉、梁明明、贺铮野、顾音、马南、练明澄、季蔚兰、毛俊花、燕黎黎、梁婉仪、陈志文、张子尧、

范从越、

杜力、刘秀和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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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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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无法将所有捐款人一一尽录。由于数据量巨大，对列表可能出现的错漏，我们深表遗憾。如有任何疑问或

2016

需要查询，请联系我们 ocef@ocef.org。

$100,000

Hsing-Ming Cha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

$50,000-$99,999

Xinping Foundation *+
Google *

$20,000-$49,999

Tong You Family Foundation *

$10,000-$19,999

Intel *
Shanghai Dongfeng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Co., Ltd *+
Apple *
Huazhong Xi

$5,000-$9,999

Epic Systems Corp. *
Yulian Zhao +
Shell Oil Company Foundation *
Dongsheng Pang +
Chu Family Foundation *

$2,000-$4,999

Microsoft *
Zhiyi Wei
Guojun Zhou
Guang Huo
Xiaoshan Song
Bo Liu +
Heqing Ye +
Feng Xiong
Han Chen
Ming Qu
Qian Liu & Zhanping Tang
Tian Wang
Qualcomm *
Yucai Wang +
Tianmu Education Foundation *
Yaowei & Xiaohua Jia Family Foundation *
Arnold Chow
BlackRock, Inc. *
Gary Zhang
Wade Tan
Nan Xiao
Xiaoshan Fang
American Express Foundation *
Chaoping Qin
Anonymous M. L.
Anonymous X. T.
Anonymous Y. L.
Anonymous Z. L.
Ceida Chan & Nicky Leung
Gingduo Sun
James Chang
Ke Wen
Let it Shine
Min Hui
Yongbiao Li
Zhipe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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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999
Catherine Yang +
Amgen *
Qian Liu
Omidyar Network Fund, Inc *

Manping Wang
Markit *
MathWorks *
Netflix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
Dezheng Tang
Lian Mou +
Ming Jing +
Yongxin Su +
Jiang Wang
Kevin Yang
Kun Shen
Tao Tan
Mi Yan
Dolby Laboratories *
Miao Wang
Xiaolei Li
Jiansheng Lei
Xiaomu Wu
Ning Xia
Yu Wang
PIMCO Foundation *

Patrick Chan
Peter Sai-wo Li
Qiaoli Yang
Quan Geng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 *
Rui Zhang-Shen
Shenggao Li
Shirley Hung
Si Ning
Snow Wang
Suhua Chen
Tao Xu
Tina Miao
Vania Fang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
Vicky Guo
Wang Lam
Weiqiang Ding

Xiaoming Xi
Anonymous Z. Z.
Fangzhou Deng
Hanling Chen
Qianghua Xie
Salesforce *
JIngdong Zhou
Ruiguo Yang

Workday, Inc *
Xi Zhang
Xiaodong Huang
Xiaoxue Zhao
Xing Wang
Xinshu She
Xue Yang
Yi Chan

HP *
The Nightingale-Bamford School *
Bin Wu
Cheng-en Guo
Dell *
Dongshan Wu
Dongyan Zhang
Fan Yang
Hengsheng Geng
Hongning Gui
Hui Chen
Hui Tian
Jolin Cheng
Kun Zhang
Li Zhou
Lin Lu
Linfeng Zhang
Lixia Li

Yiliya
Ying Fang
Ying Xie
Yu Chen
Zhenyao Mo
Zhenyu Gu
Zhiyan Liu
3 Anonymous Google Donors
Anonymous Globalgiving Donor
Anonymous H. L.
Anonymous H. Z.
Anonymous J. F.
Anonymous J. W.
Anonymous Q. T.
Anonymous X. K.
Anonymous Y. C.
Anonymous Y. H.
Anonymous Y. H.
Anonymous Z. W.

(*): 机构捐款人
(+): 国内捐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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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999

感谢您的支持

Yong Wen

Feng Wang

Haihui Luo

2 Anonymous Globalgiving Donors

Thomas Weich

9 Anonymous Google Donors

Dan Shi

Adams Diversified Equity Fund, Inc. *

VMware foundation *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 *

Berkshire Partners LLC *

Anonymous L. D.

Hao Liu

Anonymous M. S.

Thomas Schreier

Anonymous N. K.

Anonymous Y. Z.

Baker Hughes Foundation *

Bing An

Baowei Xu

Oracle *

Chang Luo

Yilin Fan

Chaoqi Su

Ming Peng

Danni Wu

Guofeng Deng

Dayi Zhou

Anonymous Microsoft Donor

Flora Li

Haozhe Wang

GA Financial Company *

VOYA Foundation *

Genentech *

Chunyu Zhang

Haibin Jiu

Hui Jin

Haoxiang Li

Jie Chen

HSBC Philanthropic Programs *

Juniper Networks Foundation Fund *

Infocus Consulting Inc. *

Lianmei Feng

Intuit *

Qing Xie

Jason Liao

Wu Chen

Ji Wu

Yan Sun

Jian Liu

Hao Dong

Jin Wang

Xin Jiang +

Johan Schalkwyk

Kauk Lee Lee

Juan Song

Bailiang Li

Kang Xu

Jing Lu

Kebiao Yuan

Kai Tang

Lan Shi

Linfeng Li

Liangcai Shu

Stanley Liang

Liming Cai

Anonymous H. C.

Lin Lin

Ni Zhao

Matt Song

Zhengkun Wu

McKinsey & Co *

Jing Dong +

Ming Huang

Anonymous A. M.

Ming Zhu

Anonymous J. J.

SanDisk *

Anonymous L. T.

SGA of Howard County Chinese School *

Anonymous S. S.

Sheng Wang

Anonymous X. W.

Tao Lin

Anonymous X. Y.

Tom Peterson

Baifei Zeng

Wei Wang

Chi Zhang

Wendong Qu

Helen Hu

Xi Zhang

Jianyu Chen

Xiaomin Fang

Li Yu

Xiaoyang Li

Lidong Zhou

Xin Yu

Pieter D'hamers

Xiong Ye

Pieter Yang

Xitao Wen

Rong Zeng

Xuedong Zhang

Tammy Liu

xuying chang

Vincent Lo

Ye Wang

Xiaoyan Liu

Ye Zhou

Xuelian Wan

Yingxun Zhu

Wenjing Rao

Yining Hu & Di chen

Chunpei Cai

Yizhuo Wang

Anonymous Y. S.

Yong Jiang

Dakai Zhu

Yonghong Xu

Huan Liu

Yuan Sun

Mi Li

Yuan Sun

Rong Zhou

Yun Li

Synopsys Inc. & The Synopsys Foundation *

Yuxiu Li

Wei Song

Zhengrong Lu

Anonymous J. Z.

Zhifeng Chen

UnitedHealth 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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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资助学生的高考录取光荣榜
受助高中生数：758
姓名

应届高三学生数：193

毕业高中学校

41

考取大学人数：至少 118

考取学校

录取专业

周同学

云南金平一中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陶同学

云南金平一中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

吴同学

云南金平一中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同学

云南金平一中

文山学院

地理科学

邓同学

云南麻栗坡民族中学

云南农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刘同学

内蒙古四子王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李同学

内蒙古四子王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河套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程同学

内蒙古四子王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大学满洲里校区

汉语言文学

张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曹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第一中学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财务管理

郝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包头轻工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闫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

护理

陈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第一中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同学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第一中学

山东潍坊科技学院

英语教育

四川简阳贾家中学

四川旅游学院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专科）

马黑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西昌学院

学前教育

曲模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专科）

曲别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汉翻译）

吉胡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西南民族大学

中药学（彝药学）

阿库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四川警察学院

法学

阿罗同学

四川马边中学

西华师范大学

英语

丁同学

宁夏海原县回民中学

宁夏医科大学

少数民族预科

田同学

宁夏海原县回民中学

九江学院

英语教育

马同学

宁夏海原县回民中学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电子商务

韩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宁夏大学

田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宁夏医科大学

王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济南大学

牛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银川矿业大学

海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宁夏大学

杨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北方民族大学

杨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宁夏医科大学

刘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银川能源学院

李同学

宁夏海原县第一中学

宁夏大学

少数民族预科

马同学

山西岚县高级中学

山西大同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马同学

山西岚县高级中学

太原学院

土木工程

王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一中学

太原师范学院

化学

李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一中学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

刘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一中学

山西职工医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李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一中学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

张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二中学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统计学

王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二中学

兰州大学

临床医学

王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二中学

大同大学

数学

姜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二中学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专业

李同学

山西广灵县第五中学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司法信息技术

王同学

广西融水县中学

福建农林大学

园艺专业

莫同学

广西融水县中学

广西师范学院

金融数学

贾同学

广西融水县中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护理专业

新疆疏附二中

鲁东大学

地理科学

图尔荪同学

新疆疏附二中

新疆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迪丽努尔同学

新疆疏附二中

新疆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

阿吉同学

新疆疏附二中

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

魏同学

新疆疏附二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同学

江西省遂川二中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李同学

河南栾川一高

河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

孟同学

湖南炎陵一中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

应用英语

周同学

贵州六枝特区第一中学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汉语言文学

杨同学

贵州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安顺学院

物理

张同学

柴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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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资助学生的高考录取光荣榜
受助高中生数：658
姓名

应届高三学生数：149

毕业高中学校

考取大学人数：至少 83

考取学校

录取专业

刘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遵义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黎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申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遵义医学院

临床医学

简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李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杨同学

贵州省务川中学

合肥工业大学

交通工程

杨同学

贵州织金一中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兽医学专业

杨同学

贵州织金一中

安顺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黄同学

贵州织金一中

贵州中医学院

中草药栽培与签定专业

杨同学

贵州织金一中

上海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李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贵州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卢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西北民族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陈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

会计学专业

杨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贵州民族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罗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会计学专业

黄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黔西南民族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黄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凯里学院

地理科学专业

杨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贵州大学

采矿专业

杨同学

贵州织金五中

遵义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专业

刘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本硕连读）

于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中国人民武警工程大学（西安）

武警指挥类（初级指挥官）

孙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王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南京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设计）

宋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任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大庆师范大学

计算机类

苏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非师范）

白 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编辑出版学

杨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第一中学

河北中医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五年）

包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蒙授）

修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牡丹江）

家具设计与制造

张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

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刘同学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

牡丹江医学院

制药工程

安同学

黑龙江省延寿县第一中学校

同济大学

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

王同学

黑龙江省延寿县第一中学校

黑河学院

网络工程

王同学

黑龙江省延寿县第一中学校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郑同学

黑龙江省延寿县第一中学校

黑龙江财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同学

甘肃会宁一中

兰州财经大学

金融

杨同学

甘肃会宁一中

湖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刘同学

甘肃会宁一中

甘肃中医药大学

药物制剂

史同学

甘肃会宁三中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欧同学

甘肃会宁三中

天水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王同学

甘肃会宁三中

吉林化工学院

日语

丁同学

甘肃会宁三中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马同学

甘肃会宁三中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供电技术

李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

孔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吉林财经大学

法学

张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长沙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

何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

贾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护理

陈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沈阳农业大学

植物生产类

王同学

甘肃会宁二中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

金同学

甘肃会宁五中

陇东学院

物理

王同学

甘肃会宁五中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刘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沈阳工业大学

石油化工

安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厦门华厦学院

检验科学与技术

张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刘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陕西安康职业 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王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兰州警察学院

特警

王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

陆同学

甘肃会宁四中

鄂州职业大学

建筑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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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关注 OCEF 微信公众号

地址/Address: P.O. BOX 772436, Houston, TX 77215-2436, USA
上海市宣化路1号长宁邮政支局 50-001信箱 邮政编码: 200050
电话/Phone:

(+1) 218-506-2018

邮箱/Email:

ocef@ocef.org

网站/Website: http://www.ocef.org
http://china.ocef.org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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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